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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在中國無神論環境中長大，我依稀記得當時書上說：

「宗教是統治者用來愚弄百姓，維護統治者利益」。我以為

生活可以信自己能力，靠自己就行。來香港後，我第一次返

教會是我伯娘帶我去紅磡一間教會，她說教會的人很善良，

品德優秀。我當時試了一段時間就沒再去了。2003年SARS， 
我記得當時返工放工都帶 N95 那種口罩。回家後第一時間便

要換衣服，把外面穿過的衣服都掛在門後，馬上沖涼消毒。

當時好長一段時間香港空前一片陰霾，我意識到人的有限，

我在很無助的情況下致電給紅磡教會的傳道人，請她一起祈

禱之後，心情得到撫平。 
 

2008 年香港發生金融危機，短短的時間，股市市值少了一

半。此時我又一次感到人的能力渺小。我向我先生講：「幫

我找一間柴灣的教會」，於是就來到了柴灣堂。記得當時講

道的經文是馬太福音六章廿六節：「你們看天上飛鳥，也不

種，也不收，也不積蓄在倉裡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，你

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？」聽完講道後，我的心情又一次平

靜下來，心靈得到安慰。之後，便留在柴灣堂，漸漸地在屬

靈智慧上，領悟到神在我生命中各樣的安排及適時的安慰。  
 

今年，在我的工作和身體方面都遇到挑戰。

我便舉手信靠主，並倚靠小組弟兄姐妹幫我祈

禱及守望相助，我的手術平安順利。在工作中

的挑戰也得到化解，我相信神將他的公義行在

地上猶如行在天上。在路加福音三章廿一節：

「眾百姓都受洗，耶穌也受了洗，正禱告的時

候，天就開了。」 我見到此情景如此美好，我

也決定洗禮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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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主後，我生命的變化是少了購物，明白衣物生活用

品，足夠就好了，要過簡樸的生活。我和媽媽的關係更好起

來，父母在今年春節除夕同意在澳門家裡大掃除時拆除了偶

像，並決定以禱告代替拜神，我媽媽更叫我帶領禱告。哥林

多後書十二章九節：「他對我說，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我

的能力，是在人軟弱上顯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

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」在順服神，將生命完全擺上

和耐心等候神給我回應上，我仍需努力，請求我主堅固他自

己手作的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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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雖然我不是出生於基督教家庭，但我時常聽父親說：「

你母親在産房的時候，我向神祈禱，求你們母女平安。」我

想，從那時開始，神就一直在我們一家中間。認識我父母親

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會覺得他們很粗魯，但正正因為他們特別

的工作，讓他們能以另類的方式教導我。感謝神，賜我一對

很特別的地上父母。 
 
   我就讀基督教的幼稚園及小學，從小就聆聽神的話語。

在六歲那年，因著鄰居姨姨的邀請，展開了每個星期日返教

會的生活，那時候覺得每個星期有一班朋友陪自己玩很開心

，而父母親又很奇妙地跟著我一起返教會。但是，兒時的我

覺得教會只是一個聯誼的地方，或許是抱著獲得全年勤到獎

的虛榮心，漸漸變成習慣。不過，在參加第一個的聖誕主日

崇拜中，便決定相信了耶穌！ 
    
  升中後，來到柴灣堂，面對新的環境及認識了新的組員

，每個星期的崇拜及小組生活讓我對信仰有更深的認識。

2011 年開始更有機會參加緬甸、恩平訪宣，在旅程中讓我感

受到神的帶領，無論你的背景如何，膚色如何，神都愛地上

每一個孩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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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去年年初，經歷文憑試

的洗禮，這段經歷讓我更堅

信基督要作我終身的信仰。

記得那時候，每天都是溫習

、溫習，再溫習。所有想做

的事都不能做，整個腦袋都

是書本上的内容，甚至每星

期返到教會都很乏力。很感

恩，母親開始每天與我禱告

，讓我每天都感到平安。雖

然成績不如自己所料，正如

詩歌【耶和華以勒】中提到

，「耶和華以勒，我的供應

，在恩典裡我永不缺乏」，

神與我同在，不斷加給我力

量！ 
 

    在短短 19 年裡，我看到天父在我生命裡動的工作，用

我豐足的生命去感染很多的生命。盼望我「這新造的人」能

不斷追求信仰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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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未信主之前，我的性格比較自我中心，總是按自己的

喜好去行事，有時會忽略了別人的感受。在中三那年，我的

祖父突然急病進了深切治療部，當時我很震驚也很懼怕，記

得合唱團那時正準備演出，唱的是一首詩歌《Miracle》。每

次唱這首歌時，我都很努力地去唱，希望世上真的有神跡降

臨，希望祖父能夠病癒。隨後，神蹟真的降臨，祖父慢慢的

病癒，轉到普通病房，然後我們都好珍惜和他相處的時間，

多了交談、關心，雖然最後祖父在幾個月後離世，但我感恩

神給予我們和祖父相處的時間。 
 
  祖父的離世，當時我接受不了，一個人明明之前和你一

起相處，但是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，我害怕死亡，我害

怕身邊一個又一個人離我而去。當時學校有一位相熟的基督

徒老師，邀請我到她的教會，認識這

個宗教，讓我知道並接受這個世界有

一個掌管萬物的神，在生活中我並不

孤單，祂與我們同在，帶領我的生命

，由此我開始接觸這個信仰。 
 

  信主後，我明白身邊許多事情都

不是理所當然的，學習以感恩的心看

我的生活。在與人相處上，聖經教導

我們要愛身邊的人；在生活中不斷提

醒我，不要常常以自己為先，要去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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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身邊的人。我見證自己信主的最大改變是神給予我生命新

的盼望，我是一個十分緊張的人，常常都會擔心未來許多事

情，但神讓我明白到祂在我們生命上有計劃，祂會帶領我們

。去年的我要準備升學，很希望能進入一間心儀的大學，但

最後卻進了另一間大學，心裏很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在大學的

生活，但是信仰提醒我不要憂慮，要信靠神，祂自有計劃。 
 

的確，雖然起初

看起來不適合我的學

校，但是慢慢發現現

在所讀的課程都是適

合我的，也遇到許多

天使，在我的學習上

給予我許多支持。在

信主的第五年，希望

可以透過洗禮去確認

自己的信仰，歸入基

督耶穌的名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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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未信主前，我記得我是一個不守規律、無耐性和多憂

慮的人。在工作上經常因為同事的做事方式或方法而發怒，

總覺得自己的做事方式是最好，缺少體諒別人的心，平時更

會講粗口和抽煙。 
 

我自覺是一位被神賜福的人，自從兒子出世之後，便開

始多接觸耶穌。因為兒子出世後，牧師和教會的弟兄來我家

探訪，後來我就跟著太太和手抱的兒子一起返教會崇拜。在

教會聽道過程中領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，對人生有另一種看

法，在教會裡亦感受到弟兄姊妹的關懷，最後接受了耶穌。 
 

自從信主後，我已經戒了講粗口，但抽煙的習慣始終戒

不了，就算太太和兒子經常叫我戒煙，但始終戒不了。但神

聽他們的禱告，事緣因為一次踢波比賽中，意外弄斷了十字

韌帶要入醫院做手術。我記得入院前更買多了一包煙，因為

我知道手術後自己買唔到，而太太亦不會幫我去買。就在當

晚有另一個因為踢波而弄斷腳筋的人入院，當他的主診醫生

問他有沒有抽煙飲酒時，那個病友就話兩樣都有，之後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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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同他講想快些好返就要戒煙。我當時突然閃過一種感覺，

就是這句話是不是神藉着這個醫生的口跟我講要戒煙。果然

，神的恩典超乎我想像的，就從那句說話之後就成功戒了煙

。現在我非常感恩神對我這隻羊的恩典和眷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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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謝神，父母在年青時已信了耶穌和接受洗禮，並安排

我入讀一所基督教小學，使我從小學一年級已經認識耶穌。 
 

  回想我在七歲的時候，全家住在一間木屋裡。有一天，

懸掛了十號颱風！整夜，媽媽和我不敢睡覺。當時，有一道

閃光，我們先後看見一個身穿白袍的人站立在門外，媽媽說

祂是耶穌！從而感到可能有危險，我們便立即離開，到了鄰

居的石屋內暫避。直到天亮之後，才返回家。我們看見我們

所住的房屋竟然全被吹翻了，這是第一次經歷耶穌的拯救！

及後，全家便需要接受救濟，作為大女的我，便到街坊福利

會去取飯，在過馬路的時候，突然有輛私家車衝向我身旁，

使我大吃一驚，幸好沒有撞倒，身體絲毫無損，再一次經歷

拯救！另一次，在魯班師傅的誕辰，我和妹妹到海邊的木廠

去取飯。當時，我們站在木板上，一邊等一邊玩，一不小心

，就滑倒海裡。此時，心裡想必死了！怎知在掙扎時，忽然

抓著一堆木條，便救了我們一命。經歷多次的危難，我深信

是耶穌一直的保守和拯救。 
 
經過多年的生活後，終於在 2016 年在柴灣堂的一次福音主

日崇拜中，我決志相信並接受耶穌。接受洗禮後，我會更多

閱讀聖經和祈禱親近神，並用插花的恩賜來事奉神，在小組

中多與組員交誼，分享神的說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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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我分享一首最喜愛的詩歌【天父必保守】， 

歌詞如下： 
1. 天邊飛雁不耕不收，我父仍將牠保守， 
可知你何等貴重，天父必保守。 

2. 今天花兒引風輕歌，卻奈何它一朝枯毀， 
恩主也為它戴上華麗，天父必保守。 

3. 我父慈愛，祂必解你悲憂， 
心中悲憂成為樂暢，天父深恩！ 

4. 雖遭風浪不須驚慌，我父洪恩一一擔當， 
必使狂風變平靜，天父必保守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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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幼生活在無宗教信仰

的家庭，除母親在春秋二祭

會以中國傳統方式拜祭先人

外，家中十人（八兄弟姊妹

及父母）都沒有信仰。最初

，接觸基督教是在小學階段

，每天返學都會唸聖經，但

沒有甚麼感覺。生活了半個

世紀，都覺得教會的朋友太

熱心、有點兒煩，盡量避談

宗教話題。 
 

2013 年經歷了人生一事

，7 月份的某一天忽然感覺

失去平衡能力及說話不清楚

。原以為中風，在醫院住了一整

天，並接受檢查。午夜時份，醫生氣沖沖地到來。這位原來

是腦科醫生剛做完手術，說我的情況不妙。他出示了一張腦

素描照片，此照片以為只有在電視劇才見到，當中有一物體

在大腦及小腦中間，醫生說這是腫瘤，約有一個網球大小(直
徑有 70mm)，位置深入並接近腦幹。手術進行了十二小時，

住了醫院半年，做了三十次電療。同事送了我一部聖經 Media 
player，因手術過程令視覺神經受損，聽收音機及聽聖經成為

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。聽完聖經後，令我覺得舒服，感覺到

上主的存在。得到神的感召，我主動地向耶穌禱告並相信祂

，亦想多了解聖經的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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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年初，腦瘤復發。做手術前，熱心的親友安排了我到

教會參加主日崇拜，得到牧師及當天各教友的祝福。開腦手

術又做了八個小時，住了醫院四個月，做了二十五次電療。

在康復院期間，遇到院牧黃惠珍姑娘。雖然，很多熱心親友

推薦及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崇拜活動；但姑娘的出現，我相信

是神的安排，令我這個行動不便的柴灣老街坊，可以與柴灣

堂遇上。兩次開腦手術，沒有絲毫痛楚的感覺，多得主耶穌

的關愛。最後，我決定參加洗禮班，希望可以了解多一些教

會的歷史及知識，亦希望接受洗禮後，可以成為一位堅信耶

穌的基督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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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想為何返教會認識耶穌，原因是 2010 年大兒子敬邦要

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，而整件事完全沒有和家人商量；當我

得知的時候，內心充滿憤怒和擔心！因為，我在結婚初時，

自己身體虛弱，對生兒育女都不敢奢望，幸得四家姐吳雪艷

鼓勵，她承諾會幫手照顧孩子，我才有信心懷孕！後來，經

過一番調理，終於懷孕了，還一索得男。所以，這個兒子真

的好寶貴，從小到大呵護備至，他很少離開自己的身邊。現

在，他長大成人，有自己的理想，本應開心，但內心卻充滿

失落感！可能自己放得太多時間在兒子身上，對細女姬泠有

所忽略，所以當兒子去了澳洲後，時時都擔心他的生活過得

好不好。日子久了，自己的精神也變得恍惚，不能集中；加

上女兒不瞅不睬，丈夫又不懂開解自己，令自己的情緒變得

飄忽，心情難以安穩！ 
 

  自知身體出現問題後，惟有尋找中醫醫治，但都不能解

決，直至在電視看見『恩雨之聲』後，知道耶穌可以令人得

到平安。所以，我就開始找教會，最後，找到在新翠花園裡

的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，當年是 2011 年 2 月。自從返了教會

後，我喜歡唱詩歌，因為詩歌的內容令我心情平靜，講道的

信息更加令我懂得凡事交託。所以，我的生活變得輕鬆、自

在，對丈夫和女兒的態度也開始有改善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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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聖經裡面得知

「主啊！如今我等甚麼

呢 ？ 我 的 指 望 在 乎

你！」(詩篇 39:7) 所以

，我決定相信耶穌並接

受洗禮加入柴灣堂，做

一個真正的基督徒。當

我知道洗禮班需要在星

期日中午上堂和要參與

小組，當時我很擔心丈

夫會阻止自己上洗禮班

，但丈夫沒有責備，反

而給自己空間，實在感

謝主！我亦參加了「心

靈 high high tea」小組，

每次開組都令我感受到

一班姊妹的關懷，查經

內容簡單易明，實在感

恩！耶穌是唯一的真神

，憑著祂所造之物，令

我領受到神的作為和奇

妙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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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是一個第二代的基督徒，從小已經認識天上有一位獨

一的真神(耶和華)，並在 1997 年 12 月接受嬰孩寄洗，加入上

主的家，在神的厚愛裡成長。感謝主！到目前為止，我的信

仰道路尚算平坦，由小學至中學都是在基督教氣氛濃厚的環

境下生活，甚至在大學的社交圈子裡，也有信主的朋友作伴

，所以常常感受到上主的存在。 
 
  從前少年時，返教會就好像例行公事一樣，為了達到父母

的期望，或與組員相聚，對於神的渴望和追求相當微弱。直

到某一天，有一位教會導師邀請我加入青少年區的敬拜隊，

我便成為了其中一隊的司琴，從那刻開始，我終於感受到一

份對神、對敬拜隊、對弟兄姐妹的責任，並慢慢地投入教會

生活，加上年紀和心志漸長，對自己的信仰抱有點要求，可

以算是信仰的轉捩點吧！ 
 
  最經歷神的時段，就是母親生病及康復的那半年，真真

實實的看見天父把她由病魔的手中拯

救出來，是神奇妙的作為和大恩大德

臨到我家中。其中，最深刻的片段是

母親飲奶粉的時間！相信大家都會試

過喉嚨痛的時候，在喉嚨發炎時吞口

水都會痛，是十分難受。但當母親喉

嚨(爛)的時候，仍要喝一大支奶來維持

營養，深信那種痛苦是難以形容，也

聽聞其他同類病人會因此而患上厭食

症，令人擔心！看見母親每次用餐前都會先禱告，然後一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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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詩歌一邊飲，神奇的事情便發生，神好像把她喉嚨痛楚減

到最低，她不但没有半句怨言，還為到有胃口和精神而不停

感謝神！哈利路亞！ 
 

我從母親的經歷中確實體會到神的恩典，所以我必須對

神作出回應，用我對神的信心和對信仰的確定，回報神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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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很感恩，神等了 30 年仍給我機會，接受我遲來的確

認。 
 
忙，常是一種藉口，從中學會考，到大學、工作、考牌

、結婚等，結果就是到現在了。可能就是一種很想努力，然

後很想得著的狀態。但

回顧自己的人生中，其

實已經在很多的事上都

經歷神的帶領。 
 
在家庭中經歷神的

帶領。大學快畢業時一

家曾經歷困難，父母捱

了很多苦，但很感恩到

現在，終於得到平靜安

穩，父母與妹妹也都安

好。在人生很多的決定

中，家人都全力支持自

己，十分感恩。「我要

向高山舉目，我的幫助

從何而來？我的幫助從

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！

」(詩篇 121:1-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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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工作中經歷神的帶領。因工作關係不時要飛往其他地

方，有好幾次在天氣很壞的時候回港，在空中遇上很大的氣

流，十分驚險，令自己很害怕；但每次都能夠安全著陸，令

我心裡充滿著感恩，我明白人的生命真的不是單靠努力就可

控制在自己手中。生命全在乎主，人要學習信靠主會保守，

主的安排是最好的。正如一首詩歌天地讚美的歌詞所言：「

讓讚美如風天空海闊飛，讓讚美浪花般海中濺起。高唱萬有

之上，榮耀無限之處，全屬我主尊貴耶穌所有！」「雲彩如

何浮於空中，那知識全備者奇妙的作為，你知道嗎？」(約伯

記 37:16) 
 

在信仰中經歷神的帶領。一方面在傳統的基督教家庭長

大，另一方面自己在不同地方經歷對世界對信仰不同的理念

。心境是尊重、開放甚至有些時候是值得借鏡的；自問有時

候，對基督信仰的思想上有不同的意見，但最終在信仰的核

心上仍是確認和堅持，仍要繼續學習與追求！沿途中，一直

有不少朋友和長輩支持，我會繼續努力的。「敬畏耶和華是

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」(箴言 9:10) 
 

在婚姻中經歷神的帶領。主給予機會：找到我人生的另

一半，絕對是一樣非常勤力也未必可以得到的禮物。曾經很

努力積極地尋找，也有失去信心和迷失的

時候；但竟在放下將一切交託給主的時候

就尋著，遇見了我的未婚妻馮倪。其中一種

她最喜歡我的就是會彈琴，而如果沒有父母

栽培和事奉，現在也許未必再會彈琴，十分

奇妙。我等候主的回應時，主其實也正在等

我回應，甚至已為我安排了最好。「我們愛

，因為神先愛我們。」(約翰一書 4:19)「你

們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見；叩門

，就給你們開門。」(馬太福音 7: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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